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贵公司参加2022年(第25届)中国国际燃气、供热技术

与设备展览会。为了使参展企业顺利完成各项参展筹备工作，

及时了解展会的各项要求和安排，我们编写了《参展商手册》

及《搭建商手册》。作为参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请您在参展

前务必认真阅读本手册包含的展会流程、布展、展期、撤展、

食宿交通和展品运输等方面的信息，并按照手册要求在规定的

时间内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工作；展位特装企业须将《搭建商手

册》内容告知所选定的装修公司并要求其严格遵守并执行；所

有表格一经参展商确认，具有与合同同等的约束力。手册的所

有内容均可在展会官网www.gaschina2022.com、燃气云展

APP、展览会微信小程序、展会QQ群内查询。如需要更详细的

信息或帮助，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谨祝贵公司参展顺利，展出成功！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1. 请关注展会运营时间表及具体说明，了解关键日期及限制（第5-8页）；

2. 参展商及搭建商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必填表格，以确保得到服务（第26-40页）；

3. 在确定搭建商时请考虑主办方的规则和要求（第15页）；

4. 严禁展商出让、转让或分租其全部或部分展示面积，本届展会只展不销，如

有违规，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展位费不予退还。

5. 本届展会特装展台搭建限高5米，不允许搭建二层展台和封闭空间，公共边界

墙高出部分必须是白色，且不能出现品牌、图形或信息；

6. 特装展位需要在2023年3月16日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报馆（北京智博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咨询电话010-84419270），逾期申报将会产生附加费。

7. 本届展会特装施工管理费30元 /㎡，其他订单费用请查阅《搭建商手册》。

8. 参展商请勿代搭建商支付特装搭建施工押金，避免产生经济纠纷而蒙受损失；

对没有按规定自行缴纳相关费用的搭建商，将不予办理进场施工手续。

9. 主办单位制定了《展览会施工环保规定》及相关规定，所有参展商、搭建商

必须无条件予以执行，任何违反规定的特装方案将不允许进场施工，由此产

生的经济损失及安全责任自负。

10.在4月24日18点布展结束后，所有参与者必须撤离场馆，安保小组将对整个

场馆进行安全清扫。未完成搭建的展位需要向主场运营商办理加班手续，待

清场结束后再进入展馆继续施工，场馆将于4月25日上午8点重新开放，所有

进入场馆的参与者将接受安全检查后再入场活动。

11.参展商需要敦促其工作人员及其搭建商进入展馆遵守防疫、安检等规定，不

破坏展馆设施、不占用消防通道，不遮挡消防设施，不使用违规材料搭建，

安全规范用电，文明施工、保管好贵重物品，杜绝治安事件。

12.场馆内始终禁止吸烟，指定的户外吸烟区将在开展期间张贴标识。

     更多信息详见《参展商手册》、《搭建商手册》。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参展重要提示



综合信息 参展细则

展商宣传内容及回执

(一）展会基本信息------------------01

(二）主办单位信息------------------02

(三）主场运营服务商信息-----------03

(四）展会媒体支持------------------03

(五）货运服务商信息----------------04

(六）展会运营时间一览表-----------05 

(七）延长工作时间规则--------------08

(八）展览会证件及配置方案---------09

(九）装修服务商推荐----------------10

(十）展会交通-----------------------11

(十一）特装展台展览会责任险-------12

(一）参展须知--------------------13

(二）午餐券---------------------14

(三）展台调整-------------------14

(四）展位分租或转让-------------14

(五）特装须知-------------------15 

(六）标准展位-------------------18

(七）清洁-----------------------21

(八）展场及设施受损-------------21

(九）不可预见情况---------------21

附件一：展品知识产权保护方案----22

附件二：展会施工环保规定--------24

(一）参展商提供资料汇总表--------25

(二）展会会刊企业简介------------26

(三）新媒体宣传资料--------------27

(四）标准展位楣板内容提交--------39

(五）企业logo提交----------------40

(六）展具租赁申请表--------------41

(七）发票信息采集表--------------44



展会基本信息

展会名称：2022年(第25届)中国国际燃气、供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GAS & HEATING CHINA 2022

展会时间：2023年4月25日—27日
Date： April 25-27,2023

展会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Venue：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SZCEC）

展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Address：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Fuhua Third Road,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Organizer：China Gas Association

官方网站：http://www.gaschina2022.com

APP客服电话：400-608-1108                     

1燃气云展APP  展览会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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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2号  
邮编：100035

负责人：聂松 手机：13601033371       
              闫君 手机：13601266751
E-mail：yanjun@chinagas.org.cn

展会账号：
名称：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009399
地址、电话：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2号    63913530 
开户行及账号： 工行百万庄支行 0200001409024901095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China Gas Association: 
No. 22 Nan Xiaojie, Xi Zhimen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5, P.R. China 
Tel: 0086-10-63913526  Mobile: 0086-15711073307
E-mail: 772469037@qq.com
Person in charge: Cui JingYe
Please make payment to:
Account Name: China Gas Association
Bank(A/C):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Bai Wan Zhuang 
Banking 
Office. No.15 San Li He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35
Account Number: 020 0001 4292 0001 0561
SWIFT Code:ICBKCNBJB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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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运营服务商

主场单位：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时间国际大厦H座五层     

邮编：100035

咨询：   李    旋  电话: +86 10-84419270--811      

                        手机：18310737303       

报馆：   谷正超  电话: +86 10-84419271--805      

                        手机：15311099553

             刘名彬  电话: +86 10-84419271--821      

                        手机：15301088023

             陈双龙  电话: +86 10-84419271--808      

                        手机：15311095196

邮箱：zbhz_bg@163.com

展会媒体支持

中国燃气网（http://www.chinagas.org.cn）
博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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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服务商信息

     本届展会主办单位指定全球货运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为参展
商参展物品货运代理，办理参展物品的报关、运输、出关、搬运、
仓储等相关服务。凡需办理海关方面事宜请直接与货运代理联系。

指定展品货运服务商：全球货运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天竺空港工业区天纬四街5号       
邮编：100013
电话：+86 10 80480099-8202/8211     
传真：+86 10 80480115、80480077
联系人：孙明杰 手机：13801058477 

1. 在往届展览会撤展时出现过参展商委托非法经营的货运公司代理运输参展物品，造
成了展品丢失、甚至被敲诈的事情发生。展会主办单位提示参展企业全球货运有限
公司北京代表处为本届展会唯一指定的参展物品货运代理，他们将全程为本届展会
提供服务。任何与其他货运公司签订运输服务协议，所产生的问题展会主办单位和
展馆不负责任。

2. 展会货运手册将在展会开幕前 30 天上传到展会官网和展会 QQ 群、微信群； 内
容包括：收货地址、收货人及联系方式，货运服务内容、价格，货运咨询等； 敬
请关注。

1. 在展览会结束（2023年4月27日12:00点）前，所有展品须处于展览状态。

2. 被指定为独家代理商的展商必须在申请参展时告知其被代理的公司名称及展示的代

理产品。

3. 储存和运送展品的纸板箱、板条箱、箱子、包装材料和集装箱不得储存在展馆内；

展商必须通过指定运输商预先安排存放这些物品。

4. 主办单位保留移走和处置留在展馆内物品的权力；任何由储存和处置发生的费用将

由展商自行承担。

展品的展示与储存



展会运营时间一览表

参展商报到时间 

日期 时间 地点 备注

2023年4月22日 9：00-17：30

主办单位服务处
参展商报到时，请出示“参
展确认短信”内二维码即可

报到。
2023年4月23日 9：00-17：30

2023年4月24日 9：00-17：30

日期 特装展位布展时间 标准展位布展时间 备注

2023年4月24日 8：30-18：00 12：00-18：00

根据当地公安、消防安全规
定，参展商24日方可进馆查
看展位搭建情况及布展，需
自备安全帽。若有变化，以
官方通告为准。

参展商布展时间 

日期 参展商 观众 备注

2023年4月25日
8：30-17：00 9：00—16：30

若有变化，以官方通告为准。2023年4月26日

2023年4月27日 8：30—14：00 9：00—12：00

展会开放时间 

日期 展品撤离时间 展架撤离时间 备注

2023年4月27日
14：00—15：00

全馆断电、货门打开、
展品凭出门条外运。

15：00—21：00 若有变化，以官方通告为准

展会撤展时间 



1 . 为保证展会安全、顺利进行，所有特装展位的搭建商必须在2023年3

月16日之前报馆，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交全部所需资料，签订施工协

议（合同）时请参展商关注报馆时间（见特装展台报馆流程）并建议

参展商在签订展台搭建协议中明确写上“按时报馆”条款，避免因为

报馆延迟产生加急费用，蒙受经济损失。

2. 参展商及搭建商应严格遵守上述日常安排，如提前进场或延迟工作时

间，请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出申请。

3. 租用标准展位的参展商可以在4月22-24日工作时间（9：00-17：30）

报 到 ， 领 取 参 展 证 件 及 相 关 资 料 ， 查 看 展 位 位 置 ； 2 4 日 1 2 : 0 0 - -

1 8 : 0 0 为 标 准 展 位 的 布 展 时 间 ， 超 出 此 时 间 布 展 需 向 主 场 运 营 服 务 商

申 报 加 班 并 缴 纳 加 班 费 用 。 1 0 : 0 0 后 主 场 运 营 服 务 商 陆 续 为 标 准 展 位

配备展具。

4. 租用光地展位的参展商领取参展证及相关资料后，凭参展证在规定时

间内进馆布展；特装搭建商须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办理展台施工证

并交纳相关费用后，凭施工证在规定时间内进馆施工。

5. 参展商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戴相应证件及合格的安全帽与口罩，进行

体温监测并扫描健康码；展会管理人员及安保人员有权拒绝未佩戴安

全帽、口罩和证件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6. 4月22--24日8:30-18 :00全天布展。4月24日主办单位根据现场施工

情况及安全情况将临时通知在14:00后向全馆供电，参展商可以调试

设备；

7. 本届展会采取三天时间布展，请特装展位参展商在设计展台方案时注

意搭建、布展所需时间的合理分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布展的

参展商，可根据布展进度，在15：00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申请加班布

展并交纳加班费用，待清馆结束后继续施工。

8. 所有展台搭建和装饰应在2023年4月24日18：00之前完成，以便主

办方在展览会开幕前进行场地清扫和安全检查工作。

9. 为确保现场安全，严禁参展商将展品超出展位摆放，严禁任何占用和

遮挡通道的行为。

10.  如在2023年4月25日上午7：00仍未完成布展搭建的，开展期间不允许进行 

       搭建施工，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具体说明



11.  布展及开展期间，原则上不允许将进入展馆的展品运出展馆。如确有需要，请

      向主办单位现场办公室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凡国内展品运出展厅，由主办单

      位开具出门证（条）；海外监管展品，由指定运输总代理开具出门证（条）。

12.  撤展：4月27日 14:00-21:00

① 12:30参展商在不影响他人和不占用通道的情况下，展商可以在展位内整

理参展物品，小件手提物品（手提袋、背包、电脑包等不需打包、装箱的

物品）凭主办单位出门条可以从展馆正门撤出。

② 14:00展馆货门全部打开，参展物品凭主办单位出门条撤出展馆（此时馆

内人员、环境复杂，注意自身及展品安全），参展商在撤展时展位内必须

留人看管好自己的参展物品，直至撤展结束；

③ 14:00所有展位断电，需要用电的参展商在此之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展

架公司进馆拆除展位，至21:00结束撤展；

④ 参展商请根据以上撤展时间，提前合理的安排参展物品的撤出、搬运、储

存、车辆运输等事宜。

① 展会期间如需要展具应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运营服务商租赁。禁止向非

法经营的租赁公司租借，以免造成损失，由此产生的纠纷展馆、主办单位

及主场运营服务商概不负责。

② 展览及布展期间注意保管好各种物品，现金、护照等贵重物品不要带到展

馆内，进行展品演示用的电脑请租用电脑锁，参展商应按规定时间准时到

达自己的展位，在开馆之后至闭馆保安人员到来之前，展位内始终应留有

人员看管物品。

③ 展会撤展期间人员比较复杂，请参展商务必指派专人看管好自己的所有物

品。展品的运输应联系主办单位指定的货运代理，参展商如与其他运输公

司签订运输合同（或协议），由此产生的问题主办单位和展馆概不负责。

④ 主办单位提供的“参展证”只供参展商进、出展馆使用，进出展馆时应佩戴

或主动出示，不能转借他人，未经主办单位和展馆登记的证件无效。



延长工作时间规则

分类 备注

18:00—24:00 30元/㎡/小时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

24:00—次日7:00 40元/㎡/小时

1. 施工单位需办理施工手续方可进馆施工，施工单位需严格按照展馆《布展须知》

的有关规定安排施工；

2. 请于每天 15:00 前申报加班,15:00--闭馆前申报搭建延时服务费加收50%，清

场后申报加收100%。

3. 待正常布展时间结束后，主场运营服务商会协同主办单位、展馆项目部及安保

部对全馆进行清馆工作，届时无论您是否办理了加班手续都需要配合清馆工作

撤出展馆，在馆外指定位置等候通知方可再次入场继续施工。

4. 主办单位不允许标准展位参展商加班布展。

5. 场馆及主办单位可视情况决定不予同意加班申请。



展览会证件及配置方案

      展览会严格控制入场资格，所有的参展商及其代表、服务商都必须佩戴各自

的胸卡经查验方可入场。严禁18周岁以下人员佩戴参展商证件或者作为工作人员

入场，搭建及撤馆期间也将严格执行此项规定。搭建商进、出展馆时必须出示，

遗失补办需经验证后缴纳补办费用。

参展商

      参展商将在展会报到登记时收到证件，主办单位将根据展商展位平米数提供

相对应数量的参展证件，参展商证仅限本单位使用，开展期间进出展馆必须佩戴

证件，严禁转借或出售参展商证，一经发现，主办单位有权回收其入场证件。

搭建商

      搭建商须佩戴有效施工证件入展馆施工。施工证由主场运营服务商统一办理

发放，有效期为2023年4月22日-24日（搭建期），2023年4月27日15:00点以

后（撤馆期）。

      2023年4月25日-4月27日（15:00以前）展览期间，施工证不再作为进入

展馆的有效证件。开展期间，展台维护人员需到该馆指定主场运营服务商现场服

务处申请值班证，值班证办理数量为2张/100平米。值班人员必须实名到岗并在

主场运营服务处签到，不可代签亦不可一人签超过两个特装展台。

特别声明：

      本届展览会主办单位及主场运营服务商配备了各类证件，主办方及主场运营

服务商只对正规佩戴了相应证件的人员负责，无证人员一旦被查立即请出展馆，

无证人员在展馆发生的一切问题主办方及主场运营服务商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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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位装修服务商推荐

      本届展会主办单位没有指定的展位特装施工单位。为方便展位特装的参展企业，

展会主办单位邀请几家特装公司为本届展会提供相关服务，其企业资质经过主办单位

的审核，需要的企业可以联系。

1.   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时间国际大厦H座五层        邮编：100028

联系人：陈  晨  手机：13901011452

              孟  涛  手机：18501122035

电  话：（010）84419270/71/72          E-mail：zhiboexpo@163.com

2.   北京东方宏泰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焦化路甲18号东进国际中心A座10层

联系人：金银川 17301077357

              陈东然 13910181313

电   话：010-87152663           E-mail：dongfanghongtai@vip.163.com

3.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1号

联系人：毛祥勇  18926083768

电   话：0755-82848716         E-mail：273632477@qq.com

4.   南京道田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路海峡云谷3栋223室

联系人：魏   伟 17327720123

             陈兆国 13675142255

电   话：025-58782226           E-mail: 1269849484@qq.com 

5.   深圳市方与圆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雅园路创意园Y2栋205室

联系人：张瑞  13424349691

电    话：0755-29034766         E-mail：24231242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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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交通

深圳机场： 机场穿梭巴士—330主线机场巴士到华联大厦转地铁科学馆站。

深圳火车站： 深圳站/深圳东站/深圳西站/深圳北站均可搭乘地铁。

深圳地铁：会展中心站是1号与4号线的转乘站，您可从D口出站。

站点位置 站点名称 地铁和公交线路

会展中心北 会展中心 地铁1、4号线、15、50、56、64、80、109、211、
235、371、374、375、K578、机场9

会展中心东 福华三路口 3、15、33、34、50、60、64、221、235、371、
374、K113、高峰线④

会展中心东 会展中心东 34、K113

会展中心南 皇岗村北 229、337、353、369、382

会展中心南 会展中心南 229、337、338、369、382、J1

会展中心西 益田中路 15、64、71、73、76、80、235、37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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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展览会责任险

       为降低搭建特装展位的责任风险和确保现场施工人员安全保障，所有特装展台

均需投保特装展台展览会责任险（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50万，每次事故赔

偿限额人民币不低于600万元），申请展览会责任险将以每个特装展位的搭建单位

（承揽方）、参展商（定做方）列为共同被保险人。

       另建议展商增加个人意外事故保险、财产保险及展品保险。

备注：保险有效期为布展的第一天（4月22日）到撤展的最后一天（4月27日）

推荐投保机构：

展慧保－展会风险管理服务商 

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18613302639

邮箱：hzbx008@126.com

网址：www.zhanhuibao.com

不可抗力因素

     主办单位不承担不可抗力因素对展商遭受的损失：遭遇灾、洪水、地震、风暴、

流行疾病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劳务争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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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或承包商必须遵守该参展细则，包括由有关机构或主办单位

推出的、自展览会举办之日起生效的任何修正文本。不遵守该参展规则的参展商，

主办单位或相关机构有权要求其将部分，全部展台关闭或部分，全部展品清除出展

馆。并且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由此产生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或

承包商在准备参展及进入展会现场前，须仔细阅读本参展规定，如对该规定不清楚

或疑问，请向主办单位或各指定服务总代理咨询。

总则

参展须知
1. 主办单位建议各参展商使用展会指定的运输代理、搭建商、住宿代理提供的相关服务或

咨询，具体联系方式请参阅本手册。对因未使用指定代理造成的展品延误、相关的服务

差错或纠纷，导致影响参展等事宜，主办方及相关代理不承担相应责任。

2. 本届展会不允许搭建二层展台！特装展位搭建限高5米！特装施工管理费为30元/平方

米。所有特装展台的设计及搭建，其展台设计方案、图纸、搭建材料等须根据本手册的

规定在指定日期前向大会主场运营服务商：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提交，获得批准

后方可按其设计方案备料施工。

3. 本次展览会布展及撤展时的交通将实行严格控制，所有需进入展馆车辆的进入时间及路

线，由主场运营服务商统一安排，请各展商、搭建商提前申报并联系。

4. 本次展览会不接受信用卡付费，付费方式为现金、银行电汇、转账及本地支票（手续费

由付方自理），展会现场只接受现金支付。

5. 展览及布、撤展期间注意保管好各种物品，现金、护照等贵重物品不要带到展馆内，进

行展品演示用的电脑请租用电脑锁，参展商按规定时间准时到达自己的展位，在开馆之

后至闭馆保安人员到来之前，展位内始终应留有人员看管物品。

6. 展台的人员配置和管理

① 展览开放期间所有展台必须人员齐备且运转正常；参展商不得进行干扰观众、可

能干扰观众及其他参展商的任何活动。

② 参展商的活动以及展品必须限于其展台或展区范围内。

③ 严禁参展商在展馆公共区域进行广告宣传活动，比如宣传单、样本、杂志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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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在展览期间免费提供部分展商午餐，将按以下标准发放：

① 36平米以下展位： 每天 4 张共 12 张午餐券；

② 36--72平米展位： 每天 6 张共 18 张午餐券；

③ 72--100平米展位：每天 8 张共 24 张午餐券；

④ 100平米-200平米展位：每天 12 张共 36 张午餐券；

⑤ 200平米以上展位：每天 15 张共 45 张午餐券

说明：午餐券只在展览期间按日期使用（4月25日、4月26日、4月27日）， 地点在

展馆指定的午餐区，过期作废，不回收、不兑换；布展期间午餐请参展商自行解决；

开展期间参展商餐券不足部分请自行解决。

      主办单位如果认为展台布局或位置上的变动有利于展览会及多数展商，主

办单位会提前与展商沟通协调后对展台的位置做出调整和变动。

展台调整

展位分租或转让

      严禁展商出让、转让或分租其全部或部分的展示面积；一经查实参展商有

如上行为,主办单位保留（剥夺）取消其参展的权力,展位费不予退回。

     本展会为行业专业展览，只展不销，严禁与行业无关企业参展，禁止进行

任何形式的现场交易，一经发现，将即刻取消其参展资格，展位费不予退回。

      所有展商必须严格遵守，由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

识产权局 2006 年颁布的第 1 号令《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如有企业违

反，将按照《2022年( 第 25 届) 中国国际燃气、供热技术与设备展览会知识

产权保护方案》处理， 详见 附 件 一。

午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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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展台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知

1. 申请特装搭建的展台，展商或其搭建商必须在 2023年3月16日前向主办单位

指定的主场运营服务商递交：特装展台的效果图、平面图、结构图、材质图及

电路图等图纸和相应的表格一式两份以供审核。为确保在截至日期前通过审核，

请搭建商将以上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形式进行预审，预审通过后在打印纸质版资

料，在截至日期之前快递到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特别申明】主办单位

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保留对展商和搭建商递交的搭建方案进行再审核或委托第三方审

核及修改的权力。所有的展台搭建施工工作须经过主场运营服务商批准后方可实施，

否则展商或其搭建商将承担一切引发的责任和后果。

2. 展位特装的参展企业，可自行联系特装施工单位进行展位设计，签订施工协议

（合同）时请注意承包商的资质与主办单位的规定是否相符，（要求施工单位

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 须与之签订展位搭

建安全协议书及其它相关协议。进馆施工所需的各种费用（施工管理费、电源

接驳费、垃圾清运费、施工证件费等）由特装施工单位承担。为了加强对施工

单位的管理，展会主办单位要求参展商务必不要代为支付报馆施工押金，避免

产生经济纠纷而蒙受损失；展会主办单位同时要求主场运营服务商对于没有按

照规定自行缴纳相关费用的搭建商，不予办理进场施工手续。

3. 本届展会采用三天时间布展，请特装展位参展商在设计展台施工方案时，关注

搭建完成时间并合理分配，避免由于施工布展时间过长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4. 参展商与特装施工单位因展台搭建协议（合同）产生的问题、纠纷自行解决， 

展会主办单位、展馆及主场运营服务商不承担任何责任。展位特装的相关问题，

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运营服务商（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5. 展位特装的参展企业应仔细阅读本届展会的《参展商手册》和《搭建商手册》，

并有责任要求与之签订协议的特装施工单位严格遵守并执行主办单位、展馆、

主场运营服务商的各项管理规定。特装公司在进行展位设计时请严格遵守本届

展会的《展会施工环保规定》，按照要求与主场运营服务商签订相关协议，按

时提供各种资质及须审核的各种资料，并交纳保证金及各种施工所需费用。展

会主办单位、展馆相关部门及主场运营服务商三方将共同对特装施工单位进行

管理，监督其安全、规范、文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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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主办单位建立了展会特装搭建商黑名单，凡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搭建商

将被列入展会黑名单，禁止为以后的展会提供服务。

① (展会期间（布展、展览、撤展）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

② 展会期间有违反《展会施工环保规定》的施工行为，经劝告不加改正。

③ 展会期间违反主办单位、主场、展馆相关管理规定，被下达整改通知书

后拒不执行。

④ 与参展商签订展台搭建协议后不履行合同被参展商投诉到展会主办单位；因合

同纠纷影响到展商正常展览、展示活动；签订搭建合同后将工程转包。

⑤ 不按规定时间向主场运营服务商申报审核资料、资料虚假、不缴纳各项管理费

用给展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7. 展台装修与分界

①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的展位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家具或产品 , 

也不得将其展台的结构和装饰延伸到展位界线之外。

② 展台内搭建物不得妨碍展馆/ 室内消防系统、空调出风口及通风口的正常运作, 

展厅的所有出、入口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 搭建物或展示品不得阻碍主办单位或

消防规定的各个通道及展厅内各个大门。如有违反 , 主办单位及消防部门有权

进行现场整改。如涉及费用 , 将由展商承担。

③ 任何临时搭建物的开门与消防栓、电动 / 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必须保持

至少 1.2m 的间距；遇地面展馆设施应设置可开启式安检口，以便于安全检查 , 

展台的背板与展馆墙面应保持至少 50cm 距离。

8. 油漆及涂料

展会布展及展出期间，不得在展馆内对展品和展览材料进行喷漆、刷漆等工

作； 严禁使用任何具有刺激性气味及不符合环保及安全的油漆或涂料进行展

台装修。

9. 搭建要求

① 背靠背展台的公共边界墙超过相邻展位高度的部分必须是白色，且不能出现品

牌、图形和信息，确保相邻展位的利益不受影响。如装饰不符合标准，主办单

位有权进行改建、清拆和扣除 50% 保证金而无须另行通知，因此所产生的全

部费用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如有任何争议，主办单位的决定属最终决定

并具有约束力。

6.  搭建商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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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用于展台搭建和内部装修的材料必须是阻燃材料，且至少应有 2 级燃烧值，

并配备必要的消防用品及措施。禁止使用弹力布、窗帘布、纱制品等各类针棉

织品装饰展台，木质结构表面须做防火处理，粘贴防火板或刷防火涂料。

③ 搭建商必须保证：在交付参展商之前将其搭建或装修的展台打扫干净。

④ 对展馆地面、墙面等固定设施或财产造成损坏的，相关参展商或其搭建商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费用。

⑤ 任何装饰、展品或海报不得粘贴或悬挂在展馆屋顶或其他任何位置，不得在展

馆地面、墙壁或其他任何位置钉钉或钻孔。

10.消防：展馆内严禁吸烟！

① 所有展商及其搭建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服从深圳市消防局、主办单位及深圳会展中心的消防安全规定。

② 任何人遇到火情 , 无论多小 , 都应启动火灾警报 , 并及时通知展馆及主场运营

服务商 ,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品。

③ 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内部及周边的

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以下情况必须取得深圳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

u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

焊接设备或其它生烟材料。

u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果有任何

疑问 , 请向相关部门报批。

u必须注意所有物品不得阻碍、遮挡消防系统、空调系统、机械通风口、

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

④ 各展台需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设备 , 为确保消防安全 , 特装展台必须

在整个布展、开展、撤展期间自行配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 按特装展台1 具 

/30 ㎡、2 具 /50 ㎡ 的标准配备, 以此类推。

⑤ 禁止使用任何易燃、易爆、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材料或气体。

⑥ 在喷淋设备喷头、烟感等场馆设施下方须保持 50cm 的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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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使用及安全管理规定

1. 展位管理规定 :

① 未经主场运营服务商准许，禁止拆改标摊展位内配置或擅自嫁接门楣、灯箱

等，禁止在展板上悬挂或倚靠重物，如有违反责令恢复原状，因恢复原状而

产生的费用由责任人承担；造成展材损坏、遗失的，责任人应照价赔偿。

② 禁止在展板、桌椅上用即时贴裱底或贴字，禁止在展板、桌椅上使用背胶喷

绘裱底或用泡沫胶粘贴，禁止在展材展板、桌椅上油漆、打钉、开洞；如有

违反、责任人需照价赔偿，200 元 / 张展板，300 元 / 张桌子，100 元 / 

把椅子。

③ 对标摊展位内，使用木结构（含钢木结构）布置展位的，请到主场运营服务

处缴纳清场押金（按每 9 平方米 5000 元）展会结束后如未及时清理带出

馆外， 押金不予退还。

④ 展位内严禁使用难以清理材料作为装饰结构使用，违者将处以最低 1000 元

罚金，罚金上不封顶，视情况而定。

2. 电气安全管理规定：

① 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源插座须严格在所允许的最大容量 500W 内使用，

不得插接超出允许容量的电器设备，违者予以警告，责令整改；拒不整改者

将予以停供该展位用电的处罚；

② 标准展位内（220V,50hz）电源插座，只限一般照明及低功率电器使用，禁

止私自接装大功率照明灯具、电器及电动工具等设备。如需接装大功率设备，

到主场运营服务处办理增容手续。

③ 配置安装于展位上的所有用电设施设备，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或移位，更不

能带出展馆，对损坏展馆电气设施设备者，将予以同等价值赔偿。

④ 参展的展品或设备设施需 24 小时连续供电的，须先报主场运营服务处审批

同意，办理相关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使用的参展商承担。

⑤ 对不如实申报用电量，少报多用者，展馆有权责令其补交电费。拒不补交的， 

将给予停供该展位用电的处罚。

⑥ 如检查发现展位有违反展馆安全管理规定的，不符合安全要求，构成用电安

全隐患的，一律不予该展位供电，展馆有权责令其整改 或拆除，拒不整改

的， 展馆将予停供该展位用电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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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在展馆墙面、通道、柱子用泡沫胶粘贴或即时贴裱底，如有违反，责令违规

者恢复原状，并支付每平方米 100 元（不足 1 平方米的按 1 平方米计）的清洁

及维修费，同时立即取下粘贴物。

4. 不得随意拆卸展架、展具；不得将重物、画框直接挂、靠在展板墙上；不得将自

带的展架、展具连接在配置的展架展具上，以防止展台倒塌。

5. 对违反规定造成事故的展位，展馆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的

责任，造成严重后果者将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6. 标准展位及展馆内部设施不得擅自变动拆除挪作他用，禁止挪用他人展位内的桌

椅，如有变更须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申请。

7. 展商在参展期间，注意展位物品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贵重物品及危险样展品

请加强现场管理，谨防遗失。

8. 展位的展品请勿放置于通道上，不得占用、堵塞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不得

遮挡、埋压、圈占消防设施。布展完毕的展商请将垃圾放在通道上，展馆将予以

清理。

标准展位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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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效果图

标准展台基本配置表

1 楣板：包含参展商中英文公司名称、展位号、公司彩色LOGO 的灯箱一个；
尺寸：宽2000mm 高400mm（需企业提供公司 LOGO 电子文件）。

2 展架：银色铝合金框架，三面围板（两个侧面及一个背面）；
白色围板单面尺寸为 3000mm 宽，2480mm 高，3mm 厚。

3 地毯：满铺针织展览用阻燃地毯，在开幕之前用塑料薄膜覆盖。

4 配置：( 每 9 ㎡ ) 接待台一个、玻璃圆桌一张、白折椅五把、垃圾桶一个。

5 灯光：20W 射灯 3 盏，位于背板之前。

6 电源：220V/5A, 限用 500W 的插座 1 个。

7 额外：矿泉水 1 箱、纸巾及消毒湿纸巾各 1 包，其它参展所需小物品随参
展资料在展商报到时发放。

备注 :
1、除了基本设施外，展商如果需租用其它设施可填写“租赁申请表”。
2、所有标准展台的搭建材料及展具均由主场运营服务商提供，为租赁性质，展
商应爱护 展板、展具及展馆设施，如有损坏，参展商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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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清洁

展馆内通道的清洁工作由展馆负责；展商负责自己展台的清洁。

垃圾清理

1. 在展台搭建和撤展时，包装、展台搭建材料或碎片不得阻挡展馆内通道；负责特

装展台搭建或展台内部装修的搭建商每天必须负责清理展台内搭建废弃物并带出

展馆；油漆和锯末的工作只能在展馆外指定地点施工。

2. 展览会结束时，展台搭建商必须按照“展会运营时间表”中所规定的时间段清理

现场所有的材料，并运输出展馆范围外。

展场及设施受损

1. 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他相关雇员造成的展览场地设施破损发生的费用

由展商负责。

2. 对于申请标准展台的展商，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他相关雇员造成的展

台装修材料，如地面铺装物、灯具和租用设备的损坏所发生的费用由展商负责。

不可预见情况

      如有超出本“手册规定”和参展合同内指明的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主办单位

拥有最终决定权。 



附件一：展品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根据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2006年第1号令《展会

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自二00六年三月一起实施)，主办单位本着保护展品知识产权，维护

展会秩序，促进展览会良好健康发展的原则，同时也为了避免展会现场发生知识产权纠

纷，特制订展览会展品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如下： 

     一﹑在展览会的网站上和展览场馆显著位置张贴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规章的中英文文本。

     二﹑招商阶段，加强对参展商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参展项目（包括展品﹑展板及相

关宣传资料等）的知识产权状况的审查。要求所有参展单位遵守政府相关规定，杜绝列

入经执法部门判定有侵权行为的名单的单位参加展览会。

     三﹑在现场筹备和展览期间严格审查展品、展板、相关宣传材料等参展项目的知识产

权状况，发现侵权现象，将劝告参展企业并对其进行纠正，如有争议将向当地专利、商

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四﹑在展览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投诉办公室，如有必要，将邀请当地知识产权行政管

理部门派员到展览会现场接受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投诉，或在场馆显著位置公示当地知

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方便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人投诉，并积极配合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执法工作。

投诉受理：

   （一）展商在展览会期间若认为其它展商展出的产品侵犯其专利，商标，著作

权的，可以向展会现场知识产权投诉办公室提出投诉，投诉人应提供以下资料并

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

利权人的身份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明文件，

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涉及著作权的，应当提交著作权权利证

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相关专利权利证明材料，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的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或外观设计专利图片或者照片；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或专利登

记簿副本等；

2. 涉嫌侵权的展品名称，被投诉展商名称及展位号等基本信息；

3. 投诉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投诉人与知识产权享有人不为同一人的，需另提

交知识产权实施许可合同复印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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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5.  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6.  投诉受理办公室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资料；

7.  投诉人须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因提供虚假投诉资料或其他投 

     诉不实给被投诉人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8.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受理办公室对侵权投诉将不予受理：

① 投诉人提供的资料不符合投诉受理机构要求，经通知补充有关资料后仍未予补

充的；

② 投诉人或者请求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的；

③ 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的；

④ 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

调解程序之中的；

⑤ 专利权已经终止，专利权人正在办理权利恢复的；

⑥ 商标权已经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⑦ 投诉受理办公室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知识产权投诉受理机构在收到符合要求的投诉资料后，会及时通知被投诉人，

并要求其在半日或一日内进行答复。被投诉人认为不侵权的，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否

则应立即撤下被投诉的展品，并在展览会期间不再展示。

      （三）被投诉人在答复期内不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其不侵权

的，又不主动撤下涉嫌侵权产品的，投诉受理办公室有权要求被投诉人暂停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的产品在展会期间展出，销毁或停止发放介绍侵权展品的宣传资料，更换介绍侵权项

目的展板。如果被投诉人拒不执行投诉受理机构的上述要求，投诉受理办公室可将有关投

诉资料和相关信息移交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四）投诉人在展览会结束之后，应当就有争议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通过法院或者行

政机关途径解决，否则，投诉人在下次展览会期间就相同的展品侵犯同一知识产权再次提

出侵权投诉的，投诉受理机构有权不予受理。

     （五）对于多次在展览会上展出侵权产品，且影响展览会声誉的参展商，展览会组委

会有权取消该参展商的参展资格。

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受理办公室在展会期间将协调和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并保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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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展会施工环保规定

       

       为了加强本届展会施工过程的环境控制，预防和控制展台搭建过程中因装修施工、使用

材料造成的展馆内环境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为参展商、观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展会环境，展

会将延续低碳、绿色、节能、环保的办展理念，大力宣传、推广此项工作，主办单位特制订

如下措施，要求参加本届展会的所有参展商、搭建商共同遵守。

1. 严禁使用含有超标甲醛、氨、苯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游离甲苯二异氰酸

酯(TDI)等对人身危害较大的展台搭建及装饰材料。

2. 严禁使用以有机溶剂作为稀释剂的溶剂型涂料作为展台装修涂料，应采用水溶性涂料。

3. 严禁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工具。

4. 严禁使用以有机溶剂作为稀释剂的溶剂型胶粘剂及聚乙烯醇缩甲醛胶粘剂作为展台装修的

胶粘剂粘贴防火板、壁纸、喷绘等，应采用水溶性胶粘剂。

5. 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密封存放，废料应及时清出

展馆。

6.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施工垃圾应及时进行清理，木屑、散碎纸张等易造成飞散的物品应

存放于密闭容器内，各类垃圾严禁堆放于消防通道内，确保通道畅通。

7. 提倡使用节能、环保、可重复利用的再生材料对展位进行装修、装饰；不提倡使用木质材

料对展台进行装修。

8. 展馆内严禁使用宝丽布作为装修、装饰材料。展台如使用桁架搭建（整个展台没有任何木

结构），如需使用宝丽布装饰，必须提前报主场运营服务商备案，经主办单位批准方可按

规定面积使用，且宝丽布必须是高等级的环保材料，使用环保喷墨进行制作并提供相应证

明资料。

9. 木结构使用不允许超过搭建材料总和的50%。

10.靠近通道的展位隔断必须为透明面板，或在墙壁上开口，以保证观众有合理的能见度，营

造一种开放的友好的展台形象。除非参展条款里有说明，否则展台靠近通道的一侧，封闭

区域不得超过展位边长的50%。搭建展位时必须注意确保展位的使用没有障碍。

11.严禁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涂抹涂料、打磨等产生刺激性气味、大面积粉尘的施工作业。

12.搭建有地台的展台，地台下面走线需穿管保护，地毯提供防火阻燃报告，地毯下面电线加

盖板，储藏间内不得留有插座，展位插座固定在墙上。

本届展会主办单位、展馆、主场运营服务商将严格执行《展会环保规定》，展台特装企业有

义务将此规定告知展台施工单位，并共同严格遵守。主场运营服务商会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

对特装施工单位所报的进馆施工手续进行严格审查，不符合规定的设计方案、施工材料一律

不许进馆施工。请参展商在签订搭建协议时注意施工方案是否通过了主场运营服务商的审核

（要求搭建商先通过主场对方案的审核再签协议），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参展商提供资料汇总表

序号 提供内容 截止时间

1 展会会刊企业简介

2023年3月22日
2 新媒体宣传资料

3 标准展位楣板内容提交表

4 企业logo

5 展具租赁申请表
2023年3月31日

6 发票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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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会刊企业简介                 （截止日期：2023年3月22日）           

1. 公司简介中文 300 字内 ( 不包含公司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 纯文字。请严格控

制字数，主办单位有权对超过字数的简介进行编辑、删减。

2. 企业英文名称，单词首字母必须大写，如无英文名称，可以不填 ( 刊登资料以企

业提供内容为准，请谨慎提供 )。

3. 请严格按照《企业简介示例》提供内容。请展商在规定时间内，将合格内容发送

至主办方展会邮箱 yanjun@chinagas.org.cn。

资料收集人联系人：武晓晶             手机：13466347795

示例



新媒体宣传资料              （截止日期：2023年3月22日）           

     主办单位将为参加本届展览会的参展商免费提供多渠道的宣传推广，此项服务为

本届展会免费提供的增值服务，如参展企业未及时沟通、提交相关宣传文件，视为

自愿放弃宣传。

    请完成付款的企业依照预定平米数对应宣传形式，提交文件至主办单位指定媒体

博燃网。

联系人：刘编辑         电话：13436111045            邮箱：brw@gasshow.com

序
号 服务类型

展商分类

A类展商 B类展商 C类展商 D类展商

展位面积≥150㎡ 150㎡＞展位面积≥100㎡ 100㎡＞展位面积≥36㎡ 36㎡＞展位面积

1 博燃网企业专访 √    

2 博燃网微信头条独立资讯 √ √   

3 博燃网微信非头条独立资讯 √  √  

4 博燃网微信图片广告 √ √ √  

5 博燃网微信视频号宣传 √ √   

6 博燃网微信社群宣传 √ √   

7 博燃网官网资讯企业之窗 √ √ √ √

8 博燃网网站首页轮播 √    

9 博燃网网站普通图片广告 √ √ √  

10 博燃网新媒体集群推送 √ √ √  

11 展览会小程序展商风采 √ √ √ √

12 展览会小程序首页轮播 √ √  

请各参展商根据宣传服务套餐内包含服务项目，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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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企业专访                      

1.  企业基本信息及联系人

企业全称及简称、专访联系人姓名、职务、联系电话、

邮箱等。

2.  专访大纲

①企业简介：企业成立时间、业务范围与客户分布；取

得的资质、获奖情况以及其他成就；在业内的影响力、

未来展望等；

②产品或技术介绍：企业的科技创新产品介绍（应用领

域、产品优势等）；企业在未来科技创新方面的新举

措以及目标计划等。

3.  内容配图

无尺寸要求，请保证图片清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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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微信独立资讯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2.  企业宣传软文文案及配图

      不超过1500字

3.  内容配图

无尺寸要求，请保证图片清晰美观；

注：如发布头条独立资讯，请提交尺寸为900px*383px的封面图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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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微信图片广告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内容配图

图片尺寸：640px*240px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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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微信视频号宣传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选插图（企

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企业宣传视频短片（时长不超过3分钟，且画面清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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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微信社群宣传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选插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企业简介（300字左右）

3.  内容配图

无尺寸要求，请保证图片清晰美观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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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官网资讯企业之窗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企业宣传软文文案及配图

    不超过1500字

3.  内容配图

无尺寸要求，请保证图片清晰美观；如有封面图请命名备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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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网站首页轮播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企业宣传软文文案及配图（不超过1500字）

3.  企业需进行图片跳转的网页地址

4.  内容配图

图片尺寸：1230px*670px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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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网站普通图片广告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内容配图

图片尺寸：350px*180px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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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燃网新媒体集群推送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2.  内容配图

无尺寸要求，请保证图片清晰美观；如有封面图请命名备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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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小程序展商风采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注：企业LOGO图片会设为封面图，务必提供。

2.  内容配图

图片尺寸：750px*400px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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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小程序首页轮播  

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全称及简称、展位号、企业LOGO、企业宣传图

（企业形象或产品均可）

注：企业LOGO图片会设为封面图，务必提供。

2.  内容配图

图片尺寸：750px*400px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示例



46

标准展位楣板内容提交表          （截止日期：2023年3月22日）           

主场公司：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展商名称：

负责人：刘名彬 展位号：

电话：010-84419270 联系人：

邮箱：zbhz_bg@163.com 电话：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时间国际大厦H座五层 邮箱：

标准展台参展商请务必填写以下信息，并将此表发至上述邮箱；

请用正楷清晰填写公司中英文名称：

中文（每格填写一个汉字）

英文（每格填写一个字母，英文单词之间预留空格）

备注：

1、英文楣板字需统一大写，并尽量采用缩写形式，如LTD./CO.,

2、若未在截止日期前收到此表格，将按照主办单位提供的名称制作，如需更改将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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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logo                     （截止日期：2023年3月22日）           

       企业 LOGO 用于展会场馆内展示、标准展位楣板制作等，请

提 供 矢 量 文 件 （ e p s 、 p n g  或 a i  格 式 ） ,  发 送 至

zbhz_bg@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公司名称和展位号，并留

下联系方式。

联系人：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刘名彬

电话：010-84419270/71/72

邮箱：zbhz_bg@163.com

标准展位楣板示意图

场馆内外形象宣传
2021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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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具租赁申请表               （订单截止日期：2023年3月31日）           

主场公司：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展商名称：

负责人：刘名彬 展位号：

电话：010-84419270/71/72 联系人：

邮箱：zbhz_bg@163.com 电话：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时间国际大厦H座五层 邮箱：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图片 租金（元） 单位 数量 金额

1 白折椅 60.00 把

2 黑色皮椅 100.00 把

3 吧椅 180.00 把

4 玻璃圆桌 240.00 张

5 长条桌
180x75x60cm 240.00 张

6 圆桌 20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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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图片 租金（元） 单位 数量 金额

7 方桌65x65x70cm 200.00 张

8 单人沙发 360.00 个

9 双人沙发 700.00 个

10 咨询桌 160.00 张

11 低玻璃柜（无灯）
100x50x100cm 400.00 个

12 高玻璃柜（无灯）
100x50x220cm 700.00 个

13 锁柜 160.00 个

14 平/斜层板
100x30cm 60.00 块

15 射灯(60W) 120.0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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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图片 租金（元） 单位 数量 金额

16 电源插座 
(5A/220V) 80.00 个

17 50" 电视 800.00 台

18 饮水机
（带两桶水） 300.00 个

租金合计（人民币元）:

备注：

汇款信息

1）展商在确定订单之后须按A方式支付全款。

A：银行转账
开户名：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丽都支行
支行帐号：0107014170013040

B：现金
（仅限于现场支付）

2) 我司收到租赁申请后会给您出一份付款订单，按付款订单付款即可，付款后请回传付
款订单和开票信息；未付款的订单将不予受理。

3) 逾期：如在截止日期后预订，需多支付30%的费用；现场租赁需多支付50%的费用。

4) 如无另行说明，则此价格适用于整个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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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公司名称(全称)

发票类型(请打勾)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普通发票(          )

纳税人识别号(税务登记证号)

公司地址:(与税务登记证一致)

联系电话:(请注明长途区号)

开户银行名称(须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发票邮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

请仔细填写表格,确保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此表将作为开具发票的依据。若由于未能及时

提供信息或所填信息有误,导致无法认证发票的,开具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联系人：北京智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10-8441927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时间国际大厦H座五层        

邮箱：zbhz_bg@163.com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                                                

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填表说明: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填写表中所有项目且需提供以下资料(两个月左右开出) ，未提供以

下资料的均开普通发票，一经开出不可更改。

①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 地区国家税务局对于客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相关文件。 

 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只需填写表中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发票邮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

(两周左右开出) 


